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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支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王征兵     孙  谦 

摘  要：杨凌各金融机构给予杨凌示范区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有力的支持，并积极探索多种信贷方式，以满足企业的

需要。尽管如此，仍存在着不能满足企业对贷款的需求、放款不及时、因银行员工素质不高而影响信贷等现象。这

既有企业自身的问题，也有信贷准入门槛过高、杨凌金融部门放贷权限不够等原因。为此，我们提出建立农业高新

技术企业评价委员会、降低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信贷门槛、扩大信贷权限、增加资金来源、完善担保体系和提高员工

素质等应对策略，以便金融部门更好地支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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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发展现状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 1997 年 7 月 13 日经国务院批准，7 月 29 日正式成立的我国

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总面积 94 平方公里，下辖杨陵区政府，总人口 12.06 万，

新区规划面积 22.12 平方公里，由国家计委、财政部、科技部等 18 个部委与陕西省共同建设，享有

地市级行政管理权、省级经济管理权和部分省级行政权。 

（一）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现状 

1．企业总数 

杨凌示范区成立后，一批农业或涉农高新技术企业纷纷在杨凌落户，涉及农业、水利、林业、

生物工程、农用化工、食品及副食品加工、医药、农业机械等项目。截至 2002 年 3 月底，示范区

入区企业 426 户，其中在示范区工商局注册登记 415 户，在省工商局注册登记股份有限公司 11 户。

外商投资企业 12 户，国有企业 56 户，非公有制企业 358 户。 

2．企业注册投资总额 

企业（不含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22.76 亿元人民币，其中国有企业注册资本总额 4.13
亿元，非公有制企业注册资本总额 18.63 亿元。另外，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 2819 万美元。 

注册资本总额 5000 万元以上 12 户，1000~5000 万元 31 户，500~1000 万元 25 户，100~500
万元 62 户，100 万元以下 296 户。 

3．企业行业划分 

农林科技生产开发型企业 96 户，占企业总数 22.5%；加工制造企业 97 户，占 22.8%；商贸流

通企业 54 户，占 12.7%；交通运输建筑企业 21 户，占 4.9%；社会中介咨询服务企业 26 户，占

6.1%；其它综合性企业 132 户，占 31.0%。 

4．企业运作现状 

据统计，目前已建成或开工建设企业共 38 户，其中已建成运行 16 户，尚处于开工建设阶段 22
户。这 38 户企业代表着杨凌示范区经济开发建设发展的企业群体形象，也是示范区经济发展的基础

和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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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 2002 年上半年实现产值 3.56 亿元，总收入 3.75 亿元，出口创汇 155 万美元，工业

增加值 0.79 亿元，净利润 0.47 亿元，上缴税收 939 万元。 

（二）杨凌示范区农业高新技术力量现状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基本上以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为依托。杨凌目前拥有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大学，有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奖学科 24 个，一级和二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30 个，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530 人，在校本专科生 15000 人，研究生 2000
人。近三年来，取得农业高新技术成果 126 项，其中国家级奖 6 项，省部级奖 59 项，国家专利 40
项，审定新品种 44 个，其中动物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杂交小麦等研究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2   金融部门支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状况 

（一）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建设和发展  为区内企业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 

杨凌示范区内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 3 家国有商业银行支行，1 家农村信用联社（下

辖 4 个农村信用社）和 2 家城市商业银行。至 2002 年 3 月，杨凌示范区共有 29 户高新技术企业从

杨凌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贷款金额 54095 万元，占示范区成立后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 86.8%，有

力地支持了示范区建设和入区企业发展。 

（二）探索多种信贷方式  既确保信贷资金安全又增加贷款额度 

为了保证信贷资金安全，降低信贷资金风险，各家银行积极探索多种信贷方式。比如，杨凌金

坤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向农户提供通过胚胎移植而怀孕的母牛或母羊，待母牛或母羊产仔

后再回收。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致富项目，但购买一头怀孕母羊或母牛，需要数千元，甚

至上万元，许多农户没有资金。这既制约了农民致富，同时也制约了金坤公司的发展。农民虽然有

贷款的要求，但直接向农户贷款，成本高，风险大。于是金融部门和金坤公司协商，由金坤公司做

担保，所贷款项拨付给金坤公司作为农户购买专款，农民以交售母羊或母牛及幼仔方式归还贷款，

利润以现金方式返还农户。因为有金坤公司做担保，贷款风险大为降低。另外，金融部门与杨凌示

范区管委会协商，促使管委会设立了 1000 万元的担保基金，为具有极好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企业

提供信贷担保，从而使金融部门增加了贷款额度，也降低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3   信贷支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存在问题及根源 

（一）信贷支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不能满足高新技术企业对贷款的需求 

虽然杨陵区各金融部门已累计为杨凌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发放贷款 5.4 亿元，但仍不能完全满

足高新技术企业对贷款的需求。据我们调查，2002 年 1～3 月份，杨陵区各金融机构共接到高新技

术企业贷款申请 12 笔，金额 17100 万元，受理了 9 笔，金额为 16900 万元，实际发放了 5 笔，金

额为 6250 万元。企业贷款笔数满足率为 41.66%，贷款满足率为 36.5%，均低于 2001 年 9 月全国

平均水平。不难看出，银行信贷不足，仍是制约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银行贷款发放不及时 

由于银行信贷管理审批权上收，目前除杨凌农行有部分贷款审批权外，其它支行无贷款审批权，

贷款层层上报，环节多，效率低，周期长。有的贷款从受理到审批发放，时间长达半年以上，使企

业错失了 佳商机，影响了企业发展。 

3．部分企业信用观念淡薄  影响了银行投入的信心 

诚信守约还未成为所有企业的共识，部分企业存在贷款逾期、欠息严重的现象。既给企业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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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留下了隐患，又给银行正常开展业务带来了困难，影响了银行积极发放贷款的热情。如某企

业作为新入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改制为股份公司后，不积极、主动地落实原企业贷款；某作为第

一家入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止 2002 年 5 月未已欠息 459 万元，形成 2500 万元的逾期贷款。 

4．部分企业自有资金少  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 

至 2002 年 3 月，在入区的 426 户高新技术企业中，注册资本在 100 万元以下的占 69%。企业

资产负债比例中货币资本金占比少，技术入股占比高，部分新建企业无启动资金，在市场开发阶段、

甚至在开办初期即提出贷款申请，与银行信贷政策要求要有 30%铺底流动资金的规定有一定的矛盾，

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 

5．金融部门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前瞻性不够 

因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新，因而一般无较多的同类企业资料进行对比，只能凭信贷员去分析预

测其市场前景。由于受信贷员自身知识水平局限，以及涉及企业种类过多，难以做出准确的分析和

判断，从而使部分很有市场前景的企业未能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 

（二）信贷支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存在问题的根源 

1．信贷准入门槛过高  限制了对一些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信贷投放 

杨陵各金融机构执行总行、省分行统一的信贷准入标准，而这些标准与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的实际情况相脱节。如工行规定一般企业净资产在 1000 万元以上，科技企业净资产在 500 万元以

上，生产经营至少在一年以上才对其贷款申请予以考虑，而杨凌示范区目前的情况是民营中小高新

技术企业多，符合信贷准入条件的企业少，过高的信贷准入门槛使大部分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对银行

望而却步。 

2．贷款权责不对称  影响了信贷人员的积极性 

国有商业银行对信贷资金的安全性越来越重视，对信贷风险的控制进一步增强，贷款程序进一

步规范，对形成不良贷款的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大，而与之配套的激励政策没有完善，形成了信

贷人员在承担风险的同时未获得对等的奖励，出现了由慎贷转为畏贷、惧贷、不贷的消极现象。 

3．部分员工业务素质不能适应工作要求 

杨凌示范区入区项目种类繁多，且涉及多项高新技术，缺乏同行类比资料，部分银行信贷人员

业务素质不高，缺乏对这些高新技术的认知能力和市场前景的预测水平，因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发

展前景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对信贷的获得。 

4．部分企业难以提供有效的贷款抵押担保手续 

部分入区企业只是带着项目来到杨凌，租赁一片土地，盖几间简易房进行经营，无法向银行提

供有效的贷款抵押手续；也无法在杨凌本地找到有担保能力的企业为其进行贷款担保，提供的外地

担保单位又难以得到银行确认，使得贷款抵押、担保手续难以落实。示范区管委会虽然成立了中小

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但由于注册资金只有 1000 万元，只能解决一部分企业的贷款需求，面对众多

企业的贷款需要，远不能满足要求。 

5．高新技术企业在自我发展和内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调查发现，企业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制约和影响了银行对其的信贷支持。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一是部分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如在注册的 426 户企业中，注册资本在 100
万元以下的就有 296 户，占 69%；二是入区企业普遍存在重技术开发，轻财务管理的问题，财务报

告、会计报告真实性、规范性差，为银行审查企业财务状况带来了困难；三是高新技术企业后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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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能力薄弱，有的企业往往依赖于某一产品，缺乏成长性；四是高新技术企业缺乏管理人才，尤其

是缺乏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复合人才。这些问题既制约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使银行缺乏贷款信心。 

6．高新技术企业本身的特点影响和制约了信贷的支持 

高新技术企业 显著的特点就是高风险性。因为高新技术企业运用的是高新技术，具有探索性，

同类经验很少，因而风险很大。而银行要求信贷资金要有较好的安全性，所以银行对高新技术企业

往往退避三舍。 

4   信贷支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对策 

（一）以分行为单位成立高新技术企业专家评价委员会 

各银行应以分行为单位建立高新技术专家库（可从省级人事部门获取专家资料），然后针对要评

价的高新技术企业，从专家库中选出 5—10 人同行专家及经济专家，对该企业技术的先进性、可行

性及产品市场前景做出科学准确的评价和判断，并将此结论作为银行是否向该企业发放贷款的重要

依据之一。 

（二）逐步提高银行员工素质 

提高银行员工素质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在岗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二是从高校毕业生或社会

上公开招考高素质业务人员，逐渐替换低素质人员。这不仅是高新技术企业对银行员工的要求，而

且也是应对入世挑战的必然选择。 

（三）适当降低高新技术企业贷款门槛 

世界经济正在由“资本经济”向“智本经济”转变，而高新技术企业正是这一世界潮流的先趋，因而，

对高新技术企业不要过分要求资本金数量，而应着重考察其技术的先进性和发展潜力。对于确有市

场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企业，降低信贷准入门槛，给予有力的信贷支持。 

（四）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信贷方式 

高新技术企业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银行应大力支持。现有的信贷方式远远不能满足高新技术

企业对信贷的多种要求，因而银行要转变观念，积极创新，探索多种形式的信贷方式，扩大对高新

技术企业的信贷投入。如尝试采用无形资产（知识产权、产品品牌、技术成果等）作为抵押品；设

立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还贷付息专户；提供“买方信贷”等。 

（五）增加资金来源  扩大信贷权限 

一是降低杨陵区各国有商业银行上存资金比例，确保在杨凌吸存的资金主要留在当地使用；二

是加快组建杨凌地方性商业银行步伐，扩大资金来源；三是改善杨凌投资环境，吸引股份制商业银

行、农业发展银行在杨凌设立分支机构，满足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需求；四是上级行应扩大杨

陵区各国有商业银行的转授权和授信额度，给予一定额度贷款审批权限，提高信贷投放效率；五是

省级国有商业银行应支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给予一定的信贷倾斜，增加放贷规模。 

（六）完善担保体系 

杨凌示范区管委会信用担保中心应增加担保资金，提高担保能力；积极与银行协作，根据企业

素质差异，确定不同的放大系数；建立以示范区担保中心为主、企业联保为辅、小额质押为补充的

担保体系，使高新技术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 

（七）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指导和管理 

一是政府应加强对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宏观调控和引导，帮助高新技术企业向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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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政府为银企联系、协调和沟通创造条件；三是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建立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开

辟广泛的投资渠道。 

（八）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应提高自身的资信程度和实力 

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应树立诚信观念，提高信用等级。要与银行做长久朋友，不要做过河拆桥的

朋友。另外，做为高新技术企业不仅要技术创新，更要进行观念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提高

企业自身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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